
精为天、润农生态茶油（灵犀油茶）（专柜）、
广积米业、勇福、博邦农林（茶油）、
洞庭春米业（紫米、大米）、玖源农业、
金穗优质米业、金德米业、兴隆米业、
艺龙家庭农场、天喜哥、神农大丰、
广之益、天地农耕（茶油）、
陈二郎（茶油）、九品福（大蒜油）、
广钱油脂（米油）、广之益

河洲甲鱼、湘湖水产（甲鱼）

三建水产（螃蟹）、柳叶湖（鱼）

武陵红、古洞春茶业、白云山、
太青山（双上绿芽）、君和野茶、渫峰名茶、
东山峰仁禾茶叶、长安蔬菜（黄秋葵茶）、
品丰生态（金丝皇菊）、汇美（朝鲜蓟茶）

金丹、贺童泰味、王饺儿（熟食）、
新中意食品（糖果果冻）、
海佳食品（板鸭）、康舜天（牛肉粉）、
创奇食品（东江鱼）、
目平湖食品（鱼干、蔬菜干）、
傅大姐（方便火锅）、德嘉益民腊八豆、
益百姓食品（剁辣椒）、
菜根香蔬菜（炸辣椒）、
长牧食品（酱卤）、
成德农业（酱板鸭、黄花鱼）、
大湘正食（腊肉）、旭鸿达（坚果类）、
香生坊（熟食）、南北特（豆干）、
张老头鹏来（牛肉干）、
津品澧物（小食品礼盒）、
津味绿康（菌油、香酥鱼）、麒月香（糕点）、
谢老头（擂茶、薯片）、
桃花源生活文化（糕点、三道菜）

德人牧香、丰润农业、湘佳牧业、
汉唐生态（石门香猪）、惠生肉业、
荣坤农业、康哲农牧（土鸡蛋）、
芦荻山大庆松花皮蛋

正新农业（边山河蔬菜）、郑太农业、
汇美农业（朝鲜蓟）、华诚蔬菜、
袁哥柑橘、农康葡萄（葡萄、葡萄酒）、
亚特龙农业（猕猴桃）、
康哲农牧（网纹瓜）、
稼和农业（吊瓜子、柑橘）、
月明潭、祺康农副（果蔬粉）、
永春堂灵芝、湘情酒业、
中商国能（生物酒）、
兴唐兴（蜂蜜）

大湖水殖 德山酒 汇美农业

芙蓉王 金健 武陵酒

华乐 重庆啤酒（乐堡）

精品展区

粮油区

水产区
茶叶区

休闲食品区 家禽蛋奶区

果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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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品牌 中国品质
———写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启幕之际

李寒露 陈学凡 秦佳婷 李莉

践行新思想，激发新作为，踏上新征程。
值此全国各地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到
基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的重要时刻，沅澧大地掀起一股增强本
领、埋头苦干，把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的创新创
业新高潮。

百亿产业基金正式发布，为“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聚资蓄力；沅澧快速干线一号大道
鼎城至临澧段通车， 成为常德交通跨越大会
战第一战果；阳明湖水系综合治理一期(阳
明湖公园)项目正式启动，迈出产城融合和

海绵城市建设新步伐； 湘雅常德医院即将正
式营业，高起点、高标准的区域医疗中心温暖
民心；聚人气、聚文气、聚财气的第二届常德
柳叶湖国际马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任何一个阶
段，都应该看得见摸得着。 在常德这个“洞庭
鱼米之乡”， 近年来涌现了大批优质农业品
牌。 而这些农业品牌正以“常德品牌、中国品
质”的力量，逐渐征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
迅速改变人们对商业、 社会和人文精神的理
解。 2017 年 11 月 13 日启幕的常德品牌农
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 向人们展开的是一
幅绚烂图景，令人振奋。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畜禽水产基地的常
德，是传统农业大市，沃野平畴、果茂粮丰。一直以来，常
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品牌建设，深入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以保障安全为底
线，以绿色发展为主线，推动全市农业品牌保持了良好
发展态势。目前，全市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达到 1196
个，其中无公害 444个、绿色食品 428个、有机食品 294
个，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0 个； 拥有农业品牌 146
件，其中驰名商标 30 件、湖南省名牌 25 件、湖南省著
名商标 91 件，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级金奖 80 余个，打
造了石门柑橘、汉寿蔬菜、武陵红茶、河洲甲鱼、金健米
业、广益粮油等一批品质优、竞争力强的公共品牌和产
品品牌，为市场提供了大量适应消费需求的优质产品。

但是，整体来看，常德农业优势产业多、知名品牌
少，农产品大路货多、优质高端品牌少等问题仍然存在，
亟需改善。 为此，常德进行着不懈探索。

收心聚力，干字当头。今年初，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
在主持召开新春上班后的首个工作调度会就指出，要
“突出加强农业品牌创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效益提升
以及农村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近日，就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接受媒体采访时，周德睿指出，新发
展理念是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之源，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治
本之策，也是开启新征程的必由之路。 常德的传统产业
要“老树开新枝，老树发新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关
键是用新发展理念大力去打造，大力去培育产业。 而品

牌建设，就是推动新发展理念和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在常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举措之一。

品牌怎么培育？ 11 月 2 日，《常德品牌行动方案
（2017-2020 年）》 在常德市人民政府第 9 次常务会议
上通过，方案提出了“到 2020 年，全市上下品牌意识全
面增强，品牌数量大幅增加，品牌质量明显提升，品牌影
响不断扩大，品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目标。 对此，
常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立军要求，要高度重视品牌、
大力推介品牌、努力创优品牌，提升“常德品牌、中国品
质”影响力，真正将常德优质产品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要让常德品牌根植于老百姓心中， 要引导企业做强品
质，做优品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战略。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铁肩担当，以上率下的科学
引领，踏石留印、攻坚克难的非凡勇气……彰显的是韬
略，是智慧，更是责任。

为确保常德市委、市政府对常德品牌的顶层设计落
到实处，真正打响“常德品牌、中国品质”的品牌效应，让
品牌行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显现，常德市将开
展品牌推介、品牌合作、品牌培育和品牌服务四大行动。
其中品牌推介行动将重点开展品牌形象宣传、 展示推
介、广告投放、节会宣传、品牌冠名、艺术创作等活动。此
次由常德市人民政府主办、 常德市农业委员会承办的
“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
站活动，就打响了品牌推介行动的第一枪。

随着《常德品牌行动方案（2017-2020 年）》通
过、颁布和实施，常德品牌推介、品牌合作、品牌培育
和品牌服务四大行动迅速展开。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
行长沙首站活动， 也让人们看到又一个始于春天的
故事，将注定写入共圆“中国梦”的常德篇章。

我们从常德市农业委员会获悉，今年前三季度，
常德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省、
市“三农”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市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的运行态势。
常德农业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农业园区建设推进有
力， 农产品加工业势头较好， 经营主体培育全面加
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有新突破，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深
入， 农业争资引资成效明显， 农村改革创新深化开
展。

前三季度，常德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360 亿元、
同比增长 3.4%，增加值 232.5 亿元、增长 3.4%，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113元、增长 8.7%。全市有 4
个园区进入“国家队”，预计全年可新增省级示范园
12 个以上、总数达到近 40 个；前三季度，全市农产
品加工企业发展到 5063家、增加 95 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 393 家，实现销售收入 686 亿元、增长 18%，
上缴税金 6.9 亿元、增长 6%，出口创汇 1.5 亿元、增
长 50%；全市新增粮食大户 4000 个、达到 2.5 万个，
新增农民合作社 458 家、达到 4163 家，新增家庭农
场 1624家、达到 3668家。 加强青年农场主、农业职
业经理人和农村实用人才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今
年预计可培育 3000人。

为全面对接《常德品牌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常德市农业委员会认真制定加快农产品品牌
建设的意见。 今年以来，在常德农委引导下，已经成
功举办“牛奶文化节”、“蔬菜文化节”、“红茶节”、“荷
花节”、“柑橘节”等一系列农业主题活动，提升了常
德农产品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促进了一二三产业
融合，提升了农业效益。 同时，积极开展十大农产品
品牌评选推介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广泛
宣传， 开展了网络投票， 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创建氛
围，现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常德香米”农产品地理
标志已获专家组初审通过，有望年内获国家认证；组
织“汉寿甲鱼” 参加全国农业品牌推进会及论坛活
动，扩大品牌影响力。 目前常德大米、茶叶、甲鱼、油
茶、 柑橘等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取得突破。 此
外， 常德市农业委员会还积极组织全市优质品牌农

产品参加上海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香港美食博览与
国际茶展等活动，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

接下来，常德市农业委员会将协同有关部门，按
照《常德品牌行动方案（2017-2020 年）》的要求展开
行动，“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在粮油、肉类、蔬菜、果
品等食品加工行业，加大品牌整合和培育力度；引导
地方特色农产品做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的申报工作，促进农业品牌发展壮大”；“建
立健全标准支撑体系，重点建设主导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节能环保等领域标准体系，力争全市基本建
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 主导产业标准质
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 加强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体系
建设，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品牌融资服务，
加强品牌人才服务”……

目前，一个由常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立军任
组长， 由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恢清任常务副组
长，由任晨、曾艳阳、涂碧波、龚德汉、汤祚国、杨成
英、周代惠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市发
改委、市教育局、市卫计委、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
农委等数十个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为成员单位的
常德市品牌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已经出炉， 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市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内， 办公
室下设农产品品牌组、 工业品牌组、 城镇建设品牌
组、文化旅游品牌组等工作组，分别由市农委、市经
信委、市住建局、市旅游外侨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担
任组长，具体负责本行业品牌行动的组织实施。

品质决定了影响， 绝不仅仅是被动符合既定的
量化指标。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一种品质高贵的产
品，一钵香浓四溢的美食，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
多的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奋斗和记忆。 在缔造品
质的道路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常德要“颜值”更
要“气质”，从内陆大市向开放强市转变，从追逐规
模、规格、数量向管理、质量、效益转变，从全面开花
向重点突破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常德品牌、中国品
质”行动，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

山远天阔，灵秀相映。“育”品牌、“亮”品牌、“强”
品牌，透过《常德品牌行动方案（2017-2020 年）》和
“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
站活动，我们深刻理解到，建立在知名度、美誉度和
忠诚度之上，“常德品牌、中国品质”所富有的精神价
值，就是这项行动的最高境界！

顶层设计“育”品牌： 践行新思想，做强品质做
优品牌，注解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精、气、神

“守天时、尽地利、巧人工”是传统农业遵循的农耕
思想，而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质量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保护与之有着相连的根源。 即便是“春撒一把种，秋
收一仓粮”的好地方，“出不去”和“进不来”也只能望
“粮”心叹。 品质优、竞争力强的公共品牌和产品品牌，
大量适应消费需求的优质产品， 这是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洞庭壮阔，沅澧浩渺，柳湖深秀，让农业品牌“走出
去”，把项目资金“引进来”。“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常德
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注入前所未有的“国家
动力”，从“品种”优势到“品牌”优势的蝶变，清晰标注
出一种起点更高远、责任更重大的角色新定位。

推介行动“亮”品牌，“养在深闺”人终识。“常德品
牌、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从
常德悠久历史传承娓娓道来，文化常德、自然常德、人
文常德，常德氛围，常德故事，常德品牌环环相扣。

百名知名专家学者、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院校所
长、全国知名电商、500� 强大型农业集团、主板上市农
业公司、大型基金公司负责人等嘉宾来了；百家农产品
贸易流通公司、百家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百家农产品
批发销售公司、百家大型生活超市的客商来了；包含国
家级、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生产大户的百名常德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来了。

常德农产品和农产品企业走上前台， 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将在情景的交融和思想的碰撞中提升。 常
德品牌的一个个符号， 也将成为价值的结晶和情感的
凝聚。

根据议程安排，在 11 月 13 日的“常德品牌、中国
品质”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的内场活动
中，将举行推介和签约两个环节。 推介环节中，将由常
德市委、市政府领导致欢迎辞，介绍常德农业资源及农
业招商项目并做推介；常德区县（市）代表推介当地农
业资源及农业招商项目； 嘉宾代表和客商代表将分别
进行祝福致辞和合作致辞。在签约环节，将进行 4�组项
目签约。

在外场活动中，常德市将根据各区县（市）的农产
品和企业，量身定制创意展台；巡展区整体呈开放式格
局，又融合每一个地区的农产品和企业，突出了展台的
区域特色；巧妙的布展和精致的灯光，以及流畅的活动
线，让与会嘉宾能身临其境、感受其意。

整个巡展参观区（外场展区）分为 7�大展区；入口
处为门头及接待区，右侧为休息区，进深为 7�大展区，
分别为展示常德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品牌的精品展示
区，展示常德地区茶叶品牌的茶叶区，展示常德地区粮
油品牌的粮油区， 展示常德标准化加工的水果与蔬菜
的果蔬区， 展示常德当地知名休闲食品品牌的休闲食
品区，展示常德当地知名水产品牌的水产区，展示常德
当地知名家禽蛋奶品牌的家禽蛋奶区。

时至势成，串珠成盘。 在品牌策划界，有这样一句
名言： 一千万只蚂蚁的力量赶不上一头大象。 这头大
象，就是龙头企业品牌。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一次
“亮”品牌的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将引
燃常德品牌价值提升的“发动机”，越来越多的龙头企
业品牌将走出去，共担品牌崛起之责的历史使命。

推介行动“亮”品牌： 激发新作为，从品种优
势到品牌优势的蝶变，要“颜值”更要“气质”

用心服务“强”品牌： 踏上新征程，以抓铁有痕的劲头
重落实勇担当，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常德篇章

果蔬类

综合类

茶叶类

常德美丽乡村一景。 何愈元 摄

常德市城区一景。 常德市委宣传部供图

常德玉璧藕出水一瞬。 汉寿县委宣传部供图 “藏金育银”的有机茶园。 鲁礼安 摄

德山酒业生产车间。 肖翔文 摄

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首站活动
会展区域划分示意图

制图：冉明


